
透過積極營造社區並着眼長遠發展，
我們將繼續活化公司項目所在社區，
為其創造價值，同時亦保留社區特
色、 關顧社群並提升社區人士的生

活質素。

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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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項目表現亮點

經濟民生社區活力

社區營造效益報告

社群福祉 社區抗禦力

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

太古地產深明我們構建及守護的社區對社會及環境具有重大影響。正因如此，我們冀盼構建理想社

區，從而活化物業所在地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活力社區，確保發展項目平衡美學、功能、生態及文化影

響。與此同時，社區的長遠發展亦離不開持續優化、維護和管理這些資產，從而令在公司發展項目內

居住和工作的社群不斷提升生活質素，並惠及周邊社區。

重要議題

活化社區本地經濟發展  社區建設參與

可持續發展目標

本支柱的相關可持續發展目標如下：

SDG 8  
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

SDG 9  
發展、創新和基礎設施

SDG 11 
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促進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就業，

及為員工提供體面工作。

建造具備抵禦災害能力的基礎設

施，促進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續工業

化，推動創新。

建設包容、安全、有抵禦災害能

力和可持續的城市和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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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2-1, 2-6

公司項目表現亮點

香港 中國內地 美國邁阿密

東薈城
太古廣場 太古城中心

太古坊

香港

太古集團在區內扎根超過一個世紀，見證太

古坊從早年太古船塢和糖廠所在的工業區衍

變為充滿活力的商業中心。

太古坊近年屢次進行重建工作，工程現已進入

最後階段。樓高48層的高效能辦公樓太古坊

一座於2018年落成，標誌太古坊重建計劃第

一期完竣。第二期經已動工，將會興建太古坊

二座，以及名為太古中央廣場及太古花園的

70,000平方呎綠化休憩空間，預計於2022年完

工。

2021年11月，太古地產宣佈在區內一幅40,000平方呎的現有空置土地，打造充滿活力的社區休憩空間

「舍區」(Quarryside)，為公眾提供消閒好去處。查看更多關於舍區詳情請按此。

太古坊

公司項目表現亮點

經濟民生社區活力

社區營造效益報告

社群福祉 社區抗禦力

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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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廣場位於港島金鐘，匯聚三座總樓面面

積達220萬平方呎的甲級辦公樓、一間提供

270個單位的高尚服務式住宅和四間五星級

酒店，當中包括太古酒店旗下設有117間客房

的奕居。太古地產並將毗鄰的星街小區塑造

成為繽紛的時尚生活區，吸引不同風格的餐

廳、酒吧、食肆、畫廊及精品店進駐。

太古廣場

位於大嶼山東涌的東薈城名店倉是香港首個

及最大的名店折扣商場。東薈城由942,800
平方呎的零售空間及16萬平方呎的辦公樓組

成，項目位於港鐵東涌站上蓋，香港國際機

場及港珠澳大橋近在咫尺，交通網絡四通八

達，往來香港多個著名景點均十分方便。

東薈城

太古城中心是港島最大的購物商場，樓面總

面積約111萬平方呎，可由港鐵太古站直達。

商場樓高六層，匯聚逾170家商舖及食肆，另

有特色戲院和室內溜冰場，室內停車場提供

逾800個車位。溜冰場經過翻新後更勝從前，

我們亦致力優化租戶組合，並經常在商場舉

行引人入勝的推廣及其他活動，使太古城中

心成為市民享受愉快生活的消閒地點。2021
年，太古城中心於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

香港年度大獎奪得年度最佳設施管理團隊

獎。

此外，太古城中心亦連通香港東隅酒店、太古

太古城中心

城住宅發展項目及百多間服務區內居民的戶外商舖。

公司項目表現亮點

經濟民生社區活力

社區營造效益報告

社群福祉 社區抗禦力

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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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三里屯太古里是我們在中國內地的首個項目，

位於北京市朝陽區中心地帶。項目擔當關鍵

角色，帶動三里屯衍變為結合文化、零售、餐

飲和酒店的潮流中心。三里屯太古里是今年 

《社區營造效益報告》的焦點主題。

2021年12月，我們的創新城市更新項目「三里

屯太古里西區」正式開幕。項目樓高八層，另

有兩層地庫，正在建設的地鐵工人體育場站將

設置一條地下通道直接通往西區及三里屯太

古里，車站預計於2023年啟用。太古地產矢志

在三里屯推進城市更新，本擴建項目是當中的

重要部分。

三里屯太古里，北京

公司項目表現亮點

中國內地 美國邁阿密

北京

上海
成都

廣州

香港

公司項目表現亮點

經濟民生社區活力

社區營造效益報告

社群福祉 社區抗禦力

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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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滙是廣州市天河區的高尚生活消閒地

標，項目內的購物商場是全球首個取得能源

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既有建築：營運

與保養」鉑金級認證的密閉式商場，今年適

逢項目開幕10週年紀念。2021年7月，太古滙

已全面採用可再生電能。

太古滙，廣州

頤堤港是以零售為主導的綜合發展項目，包括

一個購物商場、一座甲級辦公樓及北京東隅

酒店。頤堤港廣泛推行可持續發展措施和計

劃，包括高效能太陽能光伏板、優化版天窗、

領先北京市的廢物回收流程及「綠色廚房」

計劃。

太古地產於2020年12月宣佈以毗鄰北京頤堤

港項目的用地作為其擴建部分，工程現正進行

中。擴建部分是以辦公樓為主導的綜合發展

項目，總樓面面積約423萬平方呎，項目將包

括購物商場、辦公樓及一間酒店。

頤堤港，北京

成都遠洋太古里位於成都市錦江區，是以零

售為主導的綜合發展項目，面積達130萬平方

呎。項目中央是建於16世紀的成都市地標古

剎大慈寺。成都遠洋太古里是全球首個獲得

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既有建築：

營運與保養」4.1版鉑金級認證的開放式街

區商業項目，也是四川省以至中國內地首個

取得該認證的發展項目。成都遠洋太古里自 

2020年起便全面採用可再生電能。

成都遠洋太古里是今年報告「實踐可持續發

展」專題介紹的項目。

成都遠洋太古里，成都

公司項目表現亮點

經濟民生社區活力

社區營造效益報告

社群福祉 社區抗禦力

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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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灘太古里位於上海浦東前灘國際商務區，總

樓面面積約130萬平方呎，於2021年9月開幕。

項目聚焦Wellness理念，成為全球首家獲得

WELL健康建築標準核心體(鉑金級)認證的購

物中心，採用「雙層開放空間」設計，在屋頂

打造街區形態及大片綠化空間，由80米長的

悅目橋橫貫上方，將黃浦江景緻盡收眼底。8.6 
萬平方呎中央公園的亮點包括全長450米長的

屋頂Sky Loop天空環道，此外還有多個綠化和

休憩空間供公眾享用。

興業太古滙，上海

興業太古滙位於上海的主要購物商圈南京西

路，毗連三條地鐵線，交通便捷。項目包括兩

座獲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最終鉑

金級認證的甲級辦公樓和一座獲能源與環境

設計先鋒評級(LEED)最終金級認證的購物商

場，另有兩間酒店 ─ 鏞舍及上海素凱泰酒

店。項目定位是帶動該區發展成為嶄新的商

業、購物及休閒熱點。

前灘太古里，上海

公司項目表現亮點

經濟民生社區活力

社區營造效益報告

社群福祉 社區抗禦力

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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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項目表現亮點

美國邁阿密

2016年開幕的Brickell City Centre是我們在美

國邁阿密的地標性綜合發展項目，也是公司

首個獲得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 

「社區發展」類別金級認證的發展項目。項

目的亮點之一是破格創新的環保建築設計

Climate Ribbon，由鋼鐵、玻璃及纖維組成的

高架棚架能為訪客遮擋陽光，保持通風及收

集雨水，並為購物中心提供自然照明。2021 
年4月「地球月」期間，太古地產推出PLANT計

劃(人人樂活，與大自然共榮)，安排一系列教

育及互動活動，倡導大家坐言起行守護地球

環境，選擇更環保的生活方式，促進可持續發

展。

Brickell City Centre，邁阿密

中國內地 美國邁阿密

美國邁阿密

香港

公司項目表現亮點

經濟民生社區活力

社區營造效益報告

社群福祉 社區抗禦力

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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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深明我們構建及管理的社區與社會和環境息息相關，對我們的長遠決策亦具有深遠影響。

我們第二份《社區營造效益報告》探討「何謂優質社區」，聚焦北京朝陽區三里屯太古里一帶。

這份題為「創新衍變三里屯太古里」的《社區營造效益報告》於2021年8月在北京瑜舍舉行的 

「2021中國商業社區營造發展論壇」由太古地產與清華大學建築策劃與後評估中心聯合發佈。

這份《社區營造效益報告》評估過去12年來太古地產透過社區營造與社區管理，對三里屯太古里 

社區和周邊地區的積極影響，並進一步展望項目作為首都時尚潮流地標，如何在未來繼續締造 

獨特的文化生活體驗。

本報告沿用我們首份聚焦太古坊的《社區營造效益報告》的評估框架，透過社區四大範疇，即社區 

活力、經濟民生、社群福祉及社區抗禦力，衡量三里屯太古里的影響力，評估其隨時間產生的變

化，並與市內其他商業項目作比較。報告的其中一項重要指標是「用戶」，展示三里屯太古里的用戶 

行為和體驗，以及項目如何與社群建立緊密聯繫。

研究闡釋太古地產如何透過持續投資硬件和軟件，並融入多元化的社區營造和管理，提升三里屯 

太古里的社區抗禦力。

查看報告的全文請按此。

《社區營造效益報告》

公司項目表現亮點

經濟民生社區活力

社區營造效益報告

社群福祉 社區抗禦力

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e-brochure/2021/places-impact-report-taikoolisanlitun/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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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在2021年投放大量時間和人力物力策辦一系列藝術及文化活動，確保旗下的發展項目和用

戶能走出疫情的陰霾，重拾活力。

太古滙10週年藝術展覽

廣州太古滙在 2021年舉辦了多項

活動慶祝開業10週年，當中包括多

個 藝 術展 覽。第一場植物 藝 術展 

「Here and Now」將植物融入文化

主題，由著名花藝師、二十一花藝 

品牌主理人徐飛策展，展期為2021
年5月至6月。

第 二 場 展 覽 展 出 英 國 設 計 師 

保羅 ·考克賽茲(Paul Cocksedge)創 

作的互動式藝術裝置「Please Be Seated (請就座)」，太古地產首個迴藝術展覽其中一部分。

這件木製作品呈大波浪形，拱起的部分可供人們穿梭其中探索空間樂趣，彎曲的底部則

成為人們放鬆休憩的最佳落腳點。整個裝置由1,440塊可持續來源的木材製成，彰顯太古 

地產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視。

這件藝術作品首站於成都遠洋太古里展出，2021年3月至7月移師廣州太古滙，然後轉到 

上海前灘太古里，最後將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永久展出。

社區活力

藝術及文化
藝術表演對社區和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至為重要，太古地產矢志支持藝術家及表演者，讓他們在旗

下物業的場地舉辦藝術及文化活動。

興業太古滙「Dare For More Dare to 
Play 愛混敢嗲 ·盡琴搖滾」

興業太古滙於4月至6月舉辦「Dare 
For More Dare to Play 愛混敢嗲 ·盡

琴搖滾」藝術活動，活動集文化、生

活品味和慈善於一身，是全球熱玩街

頭鋼琴活動「Play Me, I’m Yours」的

上海版。

公司項目表現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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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三里屯文化藝術節

由三里屯太古里贊助的第二十屆三

里屯文化藝術節於5月至6月舉行，

安排多場音樂、歌唱及舞蹈表演、演

奏會和中國傳統文藝表演。三里屯

太古里已連續第四年支持這項文化

活動。

三里屯太古里一直熱心支持文藝節，

可見商場在推廣文化、藝術及慈善

活動方面不遺餘力，經常與地方政

府、學校和不同組織攜手合作，盡顯

太古地產積極實踐構建共融社區、

改善整體生活環境及促進社群健康

的理念。

「愛混敢嗲．盡琴搖滾」把街頭文化帶到商場，結合藝術和體育表演，將鋼琴演奏、藝術

滾軸溜冰及板網球等共冶一爐，宣揚積極的生活態度，例如怎樣迎接挑戰，自信地面對人

生和突破個人極限。

「Play Me, I’m Yours」是英國藝術家Luke Jerram發起的街頭鋼琴藝術活動，2021年剛踏入

四週年，多年間遊走全球眾多城市，擺放色彩繽紛的鋼琴讓人們隨心演奏樂在其中。Luke 
Jerram於2018年將計劃帶到上海，自此成為市內重要的藝術景點。興業太古滙迄今已捐出

50座鋼琴支持這項計劃，以行動顯示支持藝術發展，致力將藝術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太古地產藝術月載譽歸來

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深

受歡迎的太古地產藝術月停辦一

年，2021年5月終於復辦，邀得多位

國際著名藝術家獻藝。今年亦是太

古地產第九年與巴塞爾藝術展香港

展會合作。

應邀參與太古地產藝術月的藝術家

創意非凡，在各自的藝術領域享負

盛名，其中一位是著名英國設計師 

保羅．考克賽茲(Paul Cocksedge)，他

創作的香港版「Please Be Seated (請
就座)」早前在太古公園首次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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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以可持續發展來源木材製造，彰

顯太古地產矢志實踐可持續發展，

也反映我們致力營造社區供人們安

居樂享的價值觀。

除了「Please Be Seated (請就座)」，

太古廣場及 太古公園亦展出三件 

色彩繽紛的雕塑 ─ 英國概念藝術教

父Michael Craig-Martin創作的「高跟

鞋」(粉紅色)、「耳機」(藍色)及「好主

意」。作品均取材自日常生活中的平

常物件，以粉末塗層鋼材製成。

太古坊的 A r t isTr e e亦 舉 辦多媒體

展 覽，展 出 挪 威 藝 術 家 F r e d r i k 
Tjærandsen的作品，糅合富動態的時

裝、影像、攝影和視覺藝術。展覽首

次在亞洲展出，鼓勵觀眾與天然橡

膠製成的大型藝術裝置互動，裝置

與影片中趣怪的彩色幻泡裙互相呼

應。

支持浦東美術館

2 021年，太古地 產 成為上 海新 地

標浦東美術館的主要贊助商，美術 

館由法國著名建築師讓．努維爾設

計，由上海陸家嘴集團發展，位處浦

東濱江沿岸，位置優越。

浦東美術館樓高六層，共有13個展

廳，令上海繽紛多元的藝術圈更添

姿采，展品涵蓋古典及中國藝術品

以及國際館藏。該館於2021年7月開

幕，帶來由英國泰特美術館、中國煙

花藝術家蔡國強及西班牙胡安．米

羅基金會呈獻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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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廠街市集

太古地產於2015年開始夥拍香港一

家社企舉辦「糖廠街市集」，將綠色

生活模式與食物相結合，提倡健康

生活和可持續發展。市民可在市集選

購本地農夫種植的新鮮蔬果和品嚐

創新菜式，還可參與不同主題的美食

節。

2021年，糖廠街市集擴大規模，活動

由3月一直持續至年底，為租戶、員工

及訪客帶來林林總總的餐飲美食。

今年的市集由品茶節揭開序幕，其後每兩個月更換新主題，並設攤檔售賣街頭小食、亞洲

美饌、夏日美食和冰凍的消暑食品，以及舉行咖啡節。

市集當然離不開可持續發展這個重要元素，場內提供可重用碗碟及餐具供訪客借用，並設

有廚餘回收箱和售賣回收及升級再造精品的環保產品攤檔。

查看糖廠街市集詳情可瀏覽市集的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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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展能促進年輕一代發展：太古地產「白色聖誕市集2021」

太古地產「白色聖誕市集2021」

太古地產每逢12月舉辦的「白色聖誕

市集」社區節慶盛事因疫情闊別兩

年，2021年終於回歸糖廠街跟大家歡

度佳節。今年的市集是首個由七位

太古地產Placemaking Academy的本

地大學生一手設計及策辦的實體活

動。

「白色聖誕市集」於12月2日至5日舉

行，糖廠街變身成為「聖誕老人奇幻

工廠」，為訪客打造身臨其境的奇幻體驗，今年市集以該區的歷史及太古糖廠鮮為人知的

小故事為靈感。團隊的設計旨在重溫鰂魚涌社區的美好回憶，讓訪客緬懷一番，也趁著佳

節讓久受疫情困擾的香港市民減壓，感受聖誕節的歡樂氣氛。

一如以往，今年的「白色聖誕市集」亦以社區建設為重點。太古地產向「愛心聖誕大行動」捐

贈港幣80萬元。

支持青年展能

太古地產Placemaking Academy是

我們社區營造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目標是培力展能，扶植香港的年

輕一代，最終依仗他們構建活力盎

然的可持續發展社區，造福本地社

群。2021年，我們透過公開比賽招

募，最後選出七位才華出眾、充滿

幹勁的學員，負責設計、策劃和籌辦 

「白色聖誕市集2021」。

我們安排幾位學員在2021年7月至12月參加全職實習計劃，由導師從旁指導並接受在職培

訓，此外並可享用公司的豐富資源，幫助他們意念成真。

– 太古地產行政總裁彭國邦

 白色聖誕市集為太古坊社區的節日傳統活動，讓我們與市民大眾同享節慶氣
氛的同時，我們亦很高興為年青新一代提供營造社區方面的實戰經驗，使他
們在未來可學以致用，為建立可持續發展和具活力的社區出一分力。我們對
學生團隊的表現，和他們為社區大眾所籌辦的市集感到非常自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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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在問卷調查的意見反饋

發展新技能

100% 
參加者學習了有助個人 

發展的新技能和知識

100% 
參加者感覺準備更充分， 

有助未來發展事業

排名最高的三大學習領域

 
活動規劃和管理可持續發展 持份者參與

建立抗禦力和回饋社會

100% 
參加者對香港社會的挑戰 

有更深入認識

100% 
參加者自信可在逆境中促進 

社會積極變革

7位
參加者

60個
大師班及實習指導 

港幣25萬元 
就業資助

158小時
實習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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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以零廢為目標的「白色聖誕市
集」

太古地產在日常業務全面實踐可持

續發展理念，2021年「白色聖誕市

集」也配合此宗旨，首要實行環保。

活動以零廢為目標，團隊在規劃初期

已與設計師、供應商、商戶及太古地

產的可持續發展部門緊密合作，務求

預先安排及管理市集將會使用和棄

置的物料。

市集推行下列減廢措施： 

• 大部分指示牌均使用可回收的D-board原材料製造，不使用發泡膠板

• 大部分木裝置均採用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木材，並安排非牟利組織及回收夥伴回收廢

棄木材升級再造

• 禁止使用即棄餐具，例如飲管及刀叉

• 設置回收箱收集廢棄紙、塑膠、金屬、玻璃樽及廚餘

• 與本地紙包飲品盒回收漿廠合作，回收及清洗紙杯和容器循環再造

參與學生在實習期間獲得太古地產

高級管理層、可持續發展及活動策劃

專家、設計及社區規劃界思想領袖從

旁指導，汲取了不少知識和技能。我

們合共安排了46個大師班，學員在實

習過程中了解到太古地產在社區營

造、創新及可持續發展三方面的長遠

目標，最後學以致用，協力設計和策

劃2021年「白色聖誕市集」。 

– Shirley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主修翻譯)

 我從設計思維大師班獲得許多啟發，特別是「受眾導向方針」。其中一位
星級導師是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創辦人兼榮譽總監黃英琦女士，她教導我們
策劃任何活動，集思討論的第一步是了解受眾和確定他們的需要，所以我
們在規劃階段透過調查問卷諮詢區內居民及太古坊租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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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團隊進行了廢物審計，評定棄置及再循環的廢物類型和數量，另外亦參與一項獨立

碳審計評估市集的碳足跡。上述審計提供的基準數據可供公司日後舉辦活動時評估環保

表現。

是次活動為逾九成的裝置物料及消

費者廢物安排循環再用、升級再造及

回收，避免將物料棄置於堆填區，致

力令市集成為零廢活動。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應學員團隊邀請

親臨「白色聖誕市集」，並分享多項

關於環保活動規劃及可持續發展的

實用貼士。

「ArtisTree Selects: The Missing Something – 會唱歌的畫布」展覽

2021年12月，香港歌手王菀之首次

在ArtisTree舉行個人展覽「ArtisTree 
Selects: The Missing Something – 會

唱歌的畫布」，完美結合藝術與多媒

體創作。

現場展出一系列澎湃的裝置，糅合音

樂、光影、視像及文字的創作元素，

全部是唱作歌手王菀之獨立原創，邀

請觀眾踏上充滿詩意的感官旅程，以

個人體驗煥活回憶，重新學會分享，

並在生活中尋覓失落已久的情感。

「會唱歌的畫布」是太古坊的社區營造活動之一，旨在宣揚愛、分享、保持身心健康和與生

命中重要的人緊密同行。我們邀請王菀之與展覽的觀眾真情對話，分享她如何覓得創作靈

感。這次體驗令在太古坊工作和生活的社群對「社區」更有歸屬感，同時為社區營造更多

姿多彩的文藝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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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太古地產致力推動就業及支持各類復甦計劃，並積極支援社福機構和社企，幫助廣大市

民及本地社區應對疫情，擺脫陰霾重展活力。

經濟民生

支持政府消費券計劃

香港政府推出港幣5,000元消費券計

劃，藉此鼓勵消費，振興受疫情打擊

的本地經濟。太古地產全力支持，喜

與計劃指定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之

一Tap & Go「拍住賞」合作，在旗下三

個香港購物商場，即太古廣場、太古

城中心及東薈城名店倉，推出總值超

過港幣470萬元的購物獎賞和精彩體

驗。

太古地產是Tap & Go「拍住賞」的首

個地產發展商合作夥伴，帶動商戶銷售額，助力香港經濟復甦。我們在消費券計劃同期推

出多個推廣計劃，提供一系列購物禮遇，例如現金券及獨家禮品等。此外，我們亦製作一

系列時尚生活短片，請來香港名人拍攝，分享他們在太古廣場、星街小區、太古城中心及東

薈城名店倉的「購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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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上海歷史瑰寶

2021年7月，太古地產宣佈與上海靜

安置業集團組成合資管理公司，以合

作形式參與張園保護性開發項目。

張園總佔地面積逾43萬平方呎，內有

43組約170幢石庫門里弄古建築群(

一種排屋)，建築風格多達28種。張

園的歷史可追溯至1872年，是上海

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建築形

式最豐富的石庫門建築群。

合資公司將完整保存石庫門建築，並充分利用其地下空間，將張園改造升級為充滿活力的

生活時尚聚集地。項目地上樓面面積逾64.5萬平方呎，將打造國際級創新文化場所、高端

辦公空間、特色住宅公寓、一家精品酒店及一系列特色零售餐飲選擇。至於逾75萬平方呎

地下空間，將連接三條地鐵線，交通換乘便利，與周邊社區互聯互通。



夥伴協作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2021 可持續發展報告 59

目錄

繼續培力展能，支持香港年輕一代

培力展能促進青年發展一直是太古

地產社區營造的重要一環。2021年，

我們繼往開來，與香港青年協會社會

創新及青年創業部合作，參與他們的

青年創業學課程，攜手培育香港新一

代領袖。

該培訓計劃鼓勵青年踏出傳統的就業市場，在更廣闊的領域開拓和尋找新方向，並提供

創業支援及培訓，不同範疇的專業人士更會向學生提供指導，協助他們提升技能。

太古地產派出一位物業組合經理在虛擬座談會分享他的知識與經驗，向年輕人講解地產

發展業的行業慣例，還列舉多宗真實個案和例子作為實用貼士，向學員傳授重要的基本商

業技巧。

兩場網上座談會共吸引70多名學生參加，活動大獲好評，參加者讚揚講者分享的資訊實

用，令他們增進知識，日後若投身地產行業，遇到租務問題也懂得應對。

Blueprint

位於太古坊多盛大廈、樓高兩層的

Blueprint，提供靈活工作空間及各類

活動場地。一樓是設有90張辦公桌

的開放式共享工作室，適合初創企業

及小微企，另設15間大小不一的私人

辦公室，可滿足大企業客戶需要，包

括大型跨國企業。二樓全層是10,000
平方呎的活動場地，包括講堂及一間

可分間為多間培訓室的大會議廳，全

部配備先進的影音器材。

Blueprint設有多種會籍可供選擇，全方位支援因疫情在家工作或遙距工作的上班一

族。Blueprint靈活的會員制度包括工作檯通行證、日租通行證及會議室預訂。Blueprint的
設施一應俱全，是居家工作以外的理想選擇，提供更專業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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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們繼續採取嚴格的衛生抗疫措施，全力保障訪客、租戶及員工的身心健康，與此同時繼續在

旗下物業推廣共融，讓廣大公眾暢行樂享。我們致力設計貼心的設施和提高通達度，務求做得更好，

超越法定規例的要求。

社群福祉

前灘太古里聚焦「Wellness」好生活

前灘太古里於2021年9月底開幕，以

用戶及顧客的舒適、健康和福祉為核

心理念。這個上海嶄新購物地標以 

「自然主義」作設計概念，融合自然

和現代建築元素。商場成為全球首

家獲得WELL健康建築標準核心體(鉑

金級)認證的購物中心。

前灘太古里地面和屋頂均有雙層開

放空間。地面為8.6萬平方呎的城市

中央綠軸，並有一條80米長的悅目

橋橫貫上方；屋頂則設有一條450米

長的Sky Loop天空環道，由專業跑道

和散步道組成，並提供綠化休憩空

間連接附近商舖，還有天台農圃及花

圃。

前灘太古里引入大量可持續發展元

素及措施，包括實時空氣質素監察、

節水潔具、節能水泵和風機，以及加

強自然採光的高性能玻璃。前灘太古

里的環保設施應有盡有，更取得能源

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金級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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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滙露天花園綠意盎然，有益身心健康

廣州太古滙的露天花園環境舒適，一

年四季都是樂享悠閒的好去處。早前

園內的繡球花盛開，姹紫嫣紅令人目

不暇給，商場特別增設卵石小徑及多

條步道，讓訪客在花海漫遊，在急促

的城市步伐中享受綠景，覓得一刻平

靜。

廣州太古滙亦在露天花園舉辦了多

個園藝工作坊，招待商場的尊享會員

及其家人，參加者可親手種植蔬菜，

與大自然連繫，還有專業導師教導如

何以自然材料製作工藝品。

太古滙並夥拍健身品牌在商場的「南玻璃盒」活動場地開辦健身課程，請來專業教練指導

辦公樓租戶的員工強身健體，包括瑜珈及戰鬥拳擊有氧運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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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區(Quarryside)：全新鰂魚涌海濱社區休憩空間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太古基金)

於2021年11月撥款港幣1,500萬元資

助聖雅各福群會發展及營運一個位

於鰂魚涌海濱的社區休憩空間，項

目命名為「舍區」(Quarryside)，預計

於2022年底啟用。「舍區」建於海堤

街附近一幅空地，面積約40,000平方

呎，屬於太古坊「後園」地段。

太古地產是項目合作夥伴，為該計劃

的設計、建築工程及未來運作提供

意見諮詢上的支援，協助創造充滿活

力的社區休憩空間。發展局將撥款港幣6,000萬元資助項目的建築工程費用，而太古基金

將資助舍區三年的營運經費。

新設施落成後會帶來怡人的綠化空間和海濱環境，增添社交及康樂活動的好去處，有助營

造社區凝聚力和為社區福祉作出貢獻。太古地產行政總裁彭國邦在項目動土儀式致辭說 

：「我們很高興能運用我們的經驗知識，就這個社區休憩空間的設計和興建作出貢獻。我

們期待項目落成，並會繼續支持我們的合作夥伴，透過這裡所提供的社區項目和計劃，為

整個社區注入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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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derline盛大開幕

太 古 地 產 於 2 0 1 6 年 成 為 1 0 英 里 

長線性公園The Underline的創辦贊助

機構。這個新穎的公園活化了邁阿密

高架輕軌鐵路下未被充分利用的土

地。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已捐出110萬

美元建設The Underline。2021年2月，

開放，場內種植了逾30,000棵原生植

物和樹木，並有多個藝術裝置供遊人

觀賞，其他設施包括露天劇場、戶外

健身設施、會議桌和餐桌以及聚會空

間。這個部分無縫連接第八街地鐵捷

運站翻新項目和附近綠化地帶。

除此之外，太古地產亦贊助多用途戶外康樂活動空間Flex Court，該處是多項年度活動的場

地，旨在協助社區設施及服務不足的青年社區，和推廣以健康為本的可持續生活方式。2021
年秋季，我們聯同邁阿密熱火籃球隊，為青年服務資源不足的當地組織提供支援，先後八

次在Flex Court舉辦青年籃球診所，並由邁阿密的社群領袖擔任教練。

太古地產亦參與Miami-Dade County Art in Public Places計劃，並為藝術家Cara Despain 
提供支援，令「Water/Tables」藝術遊戲裝置順利完成。這件作品由兩張實用的乒乓球

桌組成，以引人入勝的方式敘述氣候變化的影響，同時促進社群凝聚力，讓人們在The 
Underline交流互動。

公園的第一部分Brickell Backyard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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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鼓勵員工接種疫苗及贊助
抽獎活動提高香港的疫苗接種率

2021年中，太古地產透過多種渠道

推廣香港市民接種疫苗。現已晉升為

太古集團主席的白德利，擔任太古地

產行政總裁期間參與香港總商會牽

頭的網上宣傳運動，鼓勵商界、僱員

及公眾接種疫苗。

太古地 產亦竭盡 所能確保員工於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抵港後接種。我

們先後舉辦三場講座，向員工講解疫苗及其作用，並免費為他們進行疫苗接種前檢查，確

保員工的身體狀況適合接種。此外，大部分接種兩劑疫苗的香港員工均可享有特別假期及

獲贈港幣2,000元購物券，可在公司旗下商場使用。

我們亦安排了一場虛擬座談會，由多位來自醫護組織醫護誠信同行的專科醫生講解各種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的功效及安全疑慮，和深入探討Delta變異病毒株，還設有答問環

節。

此外，太古地產亦贊助香港總商會的「香港做得到」幸運大抽獎，旨在透過各種獎勵措施

提高香港的疫苗接種率。我們送出價值港幣500萬元的購物券，可在公司旗下的商場使用。

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及推廣接種疫苗

我們在香港及中國內地推動疫後復甦，致力營造社會凝聚力、促進社區建設和增強適應力。

社區抗禦力 GRI
203, 413 
 
HKEX 
層面 B8
KPI B8.1, B8.2

三里屯太古里推動北京疫苗接種

三里屯太古里熱心支持2019冠狀病

毒病疫苗大規模接種計劃，而獲當

地政府認可。項目與地方政府緊密合

作，鼓勵員工、租戶及租戶的僱員接

種疫苗。為慶祝三里屯太古里錄得高

接種率，三里屯街道辦特別給予「安

全免疫樓宇」稱號。該稱號是政府促

進衛生健康與安全和企業復甦的措

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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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籌辦四川社區中心夏令營

太古地產愛心大使在四川社區中心

舉辦首個專為農村兒童而設的夏令

營。為期三天的夏令營共有40名10至

12歲的兒童參加，安排了多項活動，

其中包括介紹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

遺址的考古課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已將此中國文化遺跡列入世界遺產

預備名單。小朋友還透過分享會，聆

聽社福機構高級代表講解戶外觀鳥

及生物多樣性保育。

 

這是我們的愛心大使首次舉辦農村兒童夏令營，他們的參與令活動更有聲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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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spl_ms/ms_index.html?sUrl=0f83285a-e857-451b-b470-2ea9536851af/finished_product_of_Dream_Magici.ism/manif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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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基金

太古地產社區關懷基金邀請員工提名一些知名度較低的香港社福機構，向他們提供資助，

旨在支援他們籌辦和實施社區計劃及外展項目。

社區關懷基金自2013年至今已捐出港幣1,560萬元資助145項社區計劃及外展項目。

 
2021年，基金共贊助33項計劃及外展項目，捐款總額為港幣290萬元，受惠項目包括：

J Life Foundation：為弱勢社群小學生及家長舉辦體育訓

練課程，邀請前香港奧運選手擔任教練。項目有助解決疫

情期間兒童運動不足的問題，同時宣傳恆常運動的裨益，

並提倡積極正向的價值觀和態度。

喜動社區：為少數族裔社群提供培訓，助他們學習維修保

養技能，並安排他們在各自社區定期舉辦的「復修冰室」活

動為弱勢家庭提供服務，回饋社會之餘，又能幫助他們增強

自信和歸屬感，達致社會共融的終極目標。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於太古城一帶為前線物業管理團隊

及住戶舉辦講座和培訓，以支持建立認知無障礙社區的計

劃。

社會共融 37%

醫療保健 21%

環境 10% 

教育 19%

藝術文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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